
5/8 中缝 6/7 中缝1/4 中缝 2/3 中缝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顺祥：本院受理舒腾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
117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侯晓华、青海豪邦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谢长清诉你们申请执行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何永成：本院受理加明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南京曼芭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叶天然：本
院受理南京鸿胜食品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汤山人民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和丽华：本院受理何云诉马关县运达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樊崇祥、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8：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曾佐超：本院受理蒋资斌诉你修理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8：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李乐：本院受理杨定贵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固东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尹萃玲：本院受理田家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
0581民初3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曙光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通化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徐崇：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金海巨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2606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徐崇：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金海巨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2608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徐崇：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金
海巨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2642号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桂芝：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及白荣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2604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周繁：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周
丽霞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2640号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赵武林、雷学岩：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
5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陈帮付：本院受理刘华敏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邱云强、吕长贵：原告邱建登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鄂0683民初11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赵德保：本院受理刘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1)鄂0683民初1717号，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陈长军、时会霞：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枣阳市支行诉你们、徐秀林、时
会勇、李志玉、洪海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杨天武：本院受理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
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熊克芝、蔡洪兵、梅君豪：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阳市支行诉你们、王传
芝、黄传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南小军：本院受理乌仁塔娜诉你离婚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桥头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薛雷、叶其海：本院受理上诉人瑞安市途安
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与被上诉人薛雷、叶其
海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一案，定于2021年9月
22日15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子贤、安徽添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李新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33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金祥：本院受理郭永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2021)黔2324民初15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常晓霞：本院受理李惠仙诉你、徐鹏追偿权纠
纷二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晋0821
民初802、8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冉茂艳、王林：本院受理方传跃与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开庭时间为2021年10月21日9：30。开庭地点
在本院郑场法庭审判庭(郑场镇万里桥旁)。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李开荣：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晴隆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已于2021年5
月14日立案受理，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在本院第一审判法庭公开审理(节假日顺
延)，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唐太洪：本院受理云南彝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法官承
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9月29日14时30分在
本院牛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柯玉斌：本院受理张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法官承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2021年9月29日8时30分在本院牛街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叶德洪：本院受理唐光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法官承诺书、廉政监督卡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2021年9月30日8时30分在本院牛
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胡永光：原告胡允银与被告胡志华、你民间
借贷纠纷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个
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30日内，逾期均自行承担相关不利后
果。定于2021年11月16日9时在本院玉壶法庭
第一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
朱应才：原告胡志庭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逾期自行承担相关不利后果。定
于2021年10月12日9时在本院玉壶法庭第一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
颜小龙：原告施明献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定于2021年10月11日16时在本院第5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
张雪：原告施明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定于2021年10月11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5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
罗军：原告程贤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定于2021年10月11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6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
石文君：原告兴隆县半壁山国兴搅拌站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司法公开告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半壁
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李龙强：原告顾友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假日顺
延)在第3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窦德才：原告蚌埠市金元食品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假
日顺延)在第3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芝罘区福源玻璃经销处：原告安徽精菱玻璃有
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假日顺延)在第3
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仲福生：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蚌埠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纠纷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60日视
为送达。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假日顺延)
在第3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汤啸虎：原告蚌埠柏庄领地置业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3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范传国：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蚌埠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2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李龙：原告代清云诉你劳务合同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假日顺延)在第2
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陈小田：原告卢凯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
达。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假日顺延)在第
3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原告陈
家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假日顺延)在2号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赵东洁：原告秦斯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假日顺延)在2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刘宏振：原告袁艳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假日顺延)在1号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刘淼：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假日顺延)在3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孔令亮：原告叶玉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
第4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四川宇龙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夏林平、杨
俊花诉你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自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陈超：本院受理陈永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自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第6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左素芹：原告詹学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北营
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沙马士尾：原告高焕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北营房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安徽祥邦天工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安徽真信涂料有限公司与你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2021)皖1723
民初1509号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诉状及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定于2021年10月12日8：30在本院三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郭松：本院受理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2021年10月13日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胡中华、冯新华：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沧州市骏
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2021)沧仲案秘字第0080号。在规定期限内，
双方当事人未能共同选定独任仲裁员。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
由本会主任指定曹东升为本案独任仲裁员组
成仲裁庭。定于2021年9月20日15时在本会第一
仲裁庭开庭审理，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
庭依法缺席裁决。现依法向你们送达组庭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沧州仲裁委员会
陈宾：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沧州南门里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2021)沧仲案秘字第0294号。在规定期限
内，申请人选定徐瑛为本案仲裁员，你未选
定仲裁员，也未与申请人共同选定首席仲裁
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二
条之规定，由本会主任指定张志勇为首席仲
裁员、许国强为仲裁员，与徐瑛组成仲裁庭。
定于2021年9月29日15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
审理，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依法缺
席裁决。现依法向你送达组庭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沧州仲裁委员会
张德立：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沧州依信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与你合同纠纷案(2021)沧仲案秘
字第0152号。在规定期限内，申请人与你未共同
选定独任仲裁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
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由本会主任指定曹东
升为独任仲裁员。定于2021年9月23日15时在本
会仲裁庭开庭审理，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
裁庭依法缺席裁决。现依法向你送达组庭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沧州仲裁委员会
四川恒合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胡
妍燕诉你方劳动争议案旌区劳人仲案(2021)
242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向
你送达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开庭通知
等相关法律文书，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十日内。定于2021年9月23日10时30分在德
阳市旌阳区泾河路136号旌阳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无正
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依法缺席裁决。

德阳市旌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四川因小而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
王家豪、王栓诉你方劳动争议案旌区劳人仲案
(2021)226、227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
法向你送达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开庭通
知等相关法律文书，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十日内。定于2021年9月23日9时30分在
德阳市旌阳区泾河路136号旌阳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无正
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依法缺席裁决。

德阳市旌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马戈：本院受理陶洁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晋0821民初57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运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吴相林：本院受理胡勇明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晋0821民初6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彭涛：本院受理魏丹丹诉你离婚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晋0821民初
6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范晨：本院受理关聪敏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晋
0821民初6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赵轶博：本院受理权文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吉
0202民初14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民事审判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后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杨芳：本院受理简学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1)黔0323民初1933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骆宪辉：本院受理丁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刘明：本院受理宋艳玲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
民初5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宿莽：本院受理刘晓颖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
民初5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孙引串：本院审理王麦菊、赵荣与你及太平
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晋0821民初19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103办公室
领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运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视为送达。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邓三敏：本院受理唐献顶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新2325民
初1998号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10：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节假日
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邓三敏：本院受理唐献彪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新2325民
初2000号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12：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节假日
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7月4日刊登的田光华、陈
凤荣公告中，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更正为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7月4日刊登的谭川、朱文
钰公告中，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更正为定于举证期满后第5日9时。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7月4日刊登的贾丹丹、王
世升公告中，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更正为定于举证期满后第6日9时。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7月4日刊登的徐毅公告
中，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更正
为定于举证期满后第7日9时。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张晓娟：本院受理贾洪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
1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六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樊小云：本院受理腾冲世纪城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275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一、由被告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物业管理费
6973.67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82元，减半收取42元，由原告负担
17元，被告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党英杰：本院受理孙建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1443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2021年9月29日14：30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张玉良、白国龙、许桂财、姜海龙、徐宗林、张成
龙、白刚、姜玉振、许宝龙：本院受理阿荣旗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音河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内0721民初8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
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
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许桂财、白刚、王洪臣、姜玉振、许宝成、张玉
良、许宝龙：本院受理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音河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721民初9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于洪滨、韩勇、德俊生、卜俊东、孙吉东、吴连滨、
鲁双柱、李永久、张国雨：本院受理阿荣旗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音河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内0721民初8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
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
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徐利、程献金、徐友昌、丛德臣、张涛、郭良、贾庆
喜、常俊海：本院受理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音河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内
0721民初12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刘德悦、殷玉林、孙玉梅：本院受理阿荣旗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
民初10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王伟、吴春光、丛配海、周兴文、周刚、黄修河、从
配力、赵杨、李盛强、孙宏权、吴春波：本院受理
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那吉屯农场信用社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24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
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于文秋、张丽全：本院受理扎兰屯市蒙银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83民
初6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
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王会、王子彦、季红权：本院受理扎兰屯市蒙银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内0783民初6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夏君丽、包明成：本院受理扎兰屯市蒙银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83民
初6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
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吴广和、李正新、张海波：本院受理扎兰屯市
蒙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内0783民初4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许乃生：本院受理郜保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十里
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赵福刚：本院受理绥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61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陈刚：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蕉岭县
支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
人须知、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钟乘萤：本院受理周亲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
0704民初14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田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赣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马名洲：本院受理恒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赣州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名单。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刘春：本院受理刘贵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名单。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伍香：本院受理钟美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赣
0704民初13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田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赣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王二兰：本院受理刘修明诉你离婚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名单。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杨俊俊：本院受理阜阳市友好商贸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0：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赵宝松：本院受理储可付、闻利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
发区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南京雷宇兄弟置业顾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阜
阳房好多房产经纪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
纷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
区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袁远江：本院受理晴隆兴安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相关证据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董中香、董中智、王长清、王维鹏、王晓旭、赵
鹏举、李大鹏：本院受理阿荣旗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创业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
初1068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9月27日
10：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田华利、田丽敏、苗雨磊、任忠峰、李盛利、王
玉苹、郭立军、董立波：本院受理阿荣旗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创业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内0721民初106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人员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
9月28日14：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于俊辉、赵淑香、陈洪增、于俊锋、李铁飞、于
福、德俊利、代明玉、陈磊、代玉春、代明杰：
本院受理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复兴信
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1468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2021年9月27日9：10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孙成国、孙成民、孙洪武、郎晓庆：本院受理
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创业信用社与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106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刘银鹏：本院受理魏晓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
初17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路敏坤：本院受理郑昌庆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
初1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陈俊希：本院受理余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鄂
0984民初2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城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孝感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陈俊希：本院受理魏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鄂
0984民初2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城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孝感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陈俊希：本院受理李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鄂
0984民初2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城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孝感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陈俊希：本院受理王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鄂
0984民初2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城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孝感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叶又红：本院受理李利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0984民初1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城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孝感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湖北桦珍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汉川市聚
力投资有限公司诉你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2021)鄂0984
民初1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城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孝感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伍海福：本院受理吴高兵诉你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徐建：本院受理张艳芬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云0581民初9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
除张艳芬与徐建关于腾冲市腾越镇天成社
区商贸城一区Hb-7号商铺的租赁关系；二、
由徐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将其
放置于原告张艳芬的腾冲市腾越镇天成社
区商贸城一区Hb-7号商铺内的所有物品搬
离，将商铺归还张艳芬；三、由徐建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张艳芬自2018年
12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的房屋租金31158
元，并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2月1日起至返还
原告商铺时按每年租金22000元(即每月租金
为1183元)计算的租金；四、由徐建支付张艳
芬商铺保安费(物管费)960元、水电费2091
元，合计3051元。案件受理费578元，由徐建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朱亚军：本院受理杨向楠与你财产损害赔偿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
0115民初65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汤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王德强：本院受理原告王子贤诉你抚养费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辽0211民初17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自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自2016年11
月起至2020年12月止拖欠的抚养费计75000
元；被告自2021年1月起每月给付原告抚养
费1650元至其年满18周岁止，于每月25日前
自行给付；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公告费计1200元由被告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大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广西桂果食品有限公司债权人：《广西桂果食
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21年6
月25日经第七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
同日经兴安县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
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根据《广西桂
果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
分配，广西桂果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
一次分配，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确定于
2021年6月25日实施。由本管理人通过银行转款
方式将分配款汇入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户。
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为10，751，372元。清偿破产
费用和支付管理人报酬770，461元；担保权人广
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实际分配款项
7，229，659元，担保权人南宁市金通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担保权分配19，873元；职工债权
分配1，031，264元；玉米款等农作物债权分
配900，000元；普通债权分配800，000元；剩余
115元留作破产费用。债权人逾期未受领的，
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
之日起满两个月未提供有效受偿账户信息
的，视为不受领。不受领的，视为放弃。管理
人将放弃受领的分配款提存并分配给其他
债权人。如果债权人放弃受领的分配款、预
留破产费用结余款合计金额不足以支付分配
费用的，缴至兴安县人民法院破产专项基金。

广西桂果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